
法律界：自由非絕對 英勿庇九犯
言論自由涉國安需受規限 促停抹黑「一國兩制」港法治

搬上帝開脫 被譏天主知佢袋黎水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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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
曾參與違法「佔中」，但至今咩事都冇嘅天主

教香港教區退休主教陳日君，昨日到荔枝角收押
所探望入獄的戴耀廷、陳健民和黃浩銘，離開時更
形容眾人「好勇敢」，又話「上帝知道佢哋做緊咩
嘢」。唔少網民就揶揄，上帝梗係知道佢哋做咗咩
嘢啦，所以佢哋咪要坐監囉！
陳日君昨日到荔枝角收押所探訪在囚的戴耀廷、

陳健民和黃浩銘，並與各人傾談近15分鐘。他在離

開時聲稱：「佢哋好勇敢，無事呀！都算適
應。……上帝知道佢哋做緊咩嘢。」

網民：上帝支持搞暴力？
網民「Louis Tsang」批評：「有幾勇敢呀！找數

就梗㗎啦！」「陳清發」質問：「上帝會支持佢地
（哋）搞暴力，搞衝擊？」「Lai CC」就揶揄：
「上帝知佢哋做緊咩，所以一定會懲罰佢哋，不能

饒恕。」「Tat Wai Leung」直言：「陳主教犯左
（咗）十誡，不可妄稱上帝的名。」
2014年，陳日君被揭發在2006年至2010年間收

取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捐款」最少
2,600萬元，且未有向教會交代。「Wil-
liam Siu」就回帶道：「上帝知你收$
（錢）同肥佬（黎）做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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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
中」九犯在案件審訊期間以至判決後一
直都表現得毫無悔意，在前日被法院判
處即時監禁的「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
在入獄前撰文，聲稱自己「必會繼續
『犯罪』，……我也會繼續走這條『抗
爭』之路，若跌倒了，還是會再站起
來，直至嚥下最後一口氣」。多名建制
派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批評，戴耀廷知法犯法，在接受法律
制裁後仍繼續散播違法思想，毒害年輕
人，證明律政司有必要向法院覆核其刑
期。
戴耀廷在該篇《入獄感言》中，將違

法「佔中」的責任歸咎於「（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徹底破滅了港
人的普選夢』」、「警方不恰當地處理
港人和平集會的權利」，更質疑法官判
他入獄是「未能充份（分）確認港人爭
取民主普選、言論自由及和平集會的基
本權利，亦未能合理地處理特區政府不
合比例的檢控」。
他聲稱，「抗爭力量」必會繼續在香港

積累，「到關鍵時刻，一定會再次爆
發，……規模只會比2014年的『雨傘運
動』更大更深。……我也必會繼續『犯
罪』，到處去『散播希望』。無論我能否
最終見到那改變的一天，我也會繼續走這
條『抗爭』之路，若跌倒了，還是會再站
起來，直至嚥下最後一口氣。」

建制派：死性不改續播歪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戴耀廷

死性不改。事實上，法官是次的判刑已
經比較寬鬆，但「佔中」九犯非但毫無
悔意，更不斷抹黑主審法官以至特區政
府，更聲言會繼續「抗命」，戴耀廷等
更花言巧語企圖煽惑、欺騙市民。
他認為，要杜絕有關人等不斷散播

「佔領」的歪理，市民必須提高警覺，
認清這些人的真面目，不要被迷惑，並
在選舉時通過手中一票，踢走這些破壞
香港核心價值的人。
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陳凱欣坦言，身為

家長，她最擔心的是子女會受到不正確
的信息影響，而作出錯誤的決定。戴耀
廷未因被判入獄而有悔意，將自己塑造
成「英雄人物」，更聲言會繼續「犯
罪」，是極危險的舉動，將對下一代造
成負面的影響，是絕不能接受的。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

界議員謝偉銓批評，戴耀廷早已表明
「佔中」是違法的，而由策劃到被檢
控、審訊到入獄，他都表現得毫無悔
意。法官判他入獄，就是想他們「靜思
己過」，但戴耀廷仍撰文表明會繼續違
法，可能另有圖謀。

被判緩刑、「佔中」九犯之一朱耀
明，早前到荔枝角收押所探望判

囚的其他被告時聲言，是次眾人因煽
惑公眾妨擾罪罪成而被判囚，將令人
「寫吓文」都會墮入法網，「唔係影
響我哋3個人，甚至唔係影響坐監嗰4
個人，係『影響』香港言論自由。」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亦發表聲明

稱，是次判刑是「踐踏公義、和平示
威與言論自由人權」。高等教育界選
委在聲明中也聲言是次判決將「箝制
言論自由」。

文翠珊圖為九犯開脫
法新社昨日引述英國首相文翠珊

（Theresa May）發言人就九犯案稱，
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受《中英聯合聲
明》保障，而這些自由得到充分尊重
是很重要。英國外相侯俊偉（Jeremy
Hunt）則在社交網站發文，指「一國
兩制」及《聯合聲明》都涉及尊重公
民及政治自由。

馬恩國：煽暴須制裁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

大律師馬恩國表示，言論自由並非絕
對的權利，而是受到法律規範，而發
表煽動暴力、煽動犯法的言論，就必
須受到法律制裁，這是放諸所有國家
及地區，包括英美先進國家皆通的。
他強調，基本法賦予港人的種種自

由，包括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但有
關人等就一知半解甚或故意扭曲，在
享受基本法賦予的權利的同時，將自
己的自由「無限擴大」、踐踏別人的
自由，更詆毀、抹黑「一國兩制」，
行為自私自利。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全國

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
博士傅健慈批評，有關人等的言論，
是試圖混淆視聽，推卸九犯的法律責
任，令人齒冷。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黃國恩亦狠批有關人等聲稱判刑影響

香港言論自由的說法完全是在胡說八
道，企圖誤導他人香港是沒有言論自
由的地方，抹黑特區政府以至香港優
良的法治制度。
他強調，言論自由受到基本法的保

障，但言論自由也有界線：根據《香
港法例》第三八三章《香港人權法案
條例》第十六條第三款，在「尊重他
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
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等大原
則下，可以法例限制表達自由。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香港中華廠

商聯合會代表、律師吳永嘉指出，單
單寫一寫文章當然不符合法例定義的

「煽動」，但若不止一篇，而是10篇
或50篇以上，並以鋪天蓋地方式發
表，這確實是煽動的行為，而根據刑
事定罪的規定，倘文章所用的字眼、
內容存有煽動及偏袒的意圖，即屬於
煽動。

葉俊遠：煽惑非講吓
律師葉俊遠指出，戴耀廷等九犯並

非單純因為行使言論和表達自由而被
判有罪，而是在策劃了違法「佔
領」，其間不但參與其中，更公開煽
動其他人參與，這已超出「講吓嘢、
寫吓文」的程度。

■戴耀廷的
《 入 獄 感
言》，反映他
毫無悔意。圖
為戴耀廷、陳
健民與朱耀明
日前判刑前在
法院外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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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在九犯判刑當天，煽動市民到荔枝角收押所門外集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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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佔中」九犯在內的「佔中」策劃者，煽動群眾佔據主要幹

道79天，對香港社會造成深遠影響，惟在九犯判刑後，英國政府對

「佔中」對香港的禍害，及九犯違法的事實視而不見，聲稱諸犯因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成而被判

刑，會「影響香港的言論自由」。香港法律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即使根據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言論自由亦非不受

限制，包括在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時就需要受到規限，有關人

等借「言論自由」模糊視線，企圖為「佔中」九犯的罪行開脫，故

意抹黑「一國兩制」，將損害香港優良的法治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陳川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作主旨演講時宣佈，中國將採取
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
放。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擴大，將對
制度性改革形成巨大推動，為中國高質量經濟發展
提供強大動能，為全球市場注入新的刺激，為「一
帶一路」國家帶來豐厚紅利。香港擁有成熟的市場
和法治體系，有廣泛的國際聯繫，成熟和高水平的
服務業，有條件在國家新一輪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中
發揮重要而獨特作用。本港應迅速、充分把握這個新
機遇，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獲得更好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以《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
美好未來》為題的主旨演講，向來自150多個國家
和 90 多個國際組織近 5000 名與會者宣佈，中國將
更廣領域擴大外資市場准入，更大力度加強知識產
權保護國際合作，更大規模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
更加有效實施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更加重視對
外開放政策貫徹落實。在「逆全球化」上揚、世界
經濟復甦緩慢之際，中國宣佈推進更高水平開放，
彰顯了對自身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的自信和決心，
也為「一帶一路」建設沿着高質量發展方向前進提
供了實踐路徑。

中國新的開放舉措，將為外資進入中國這一「世
界市場」打開大門，帶來世界經濟增長新動力。習
近平主席去年在博鰲亞洲論壇宣佈了一系列重大開
放舉措，短短時間，中國大幅放寬市場准入的措施
接連落地，第一個合資銀行卡清算機構、第一個外
資控股證券公司、第一個外資控股保險公司等相繼
在中國誕生。此次中國宣佈，將在更多領域允許外
資控股或獨資經營，將新佈局一批自由貿易試驗區
等，這必將引發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新高潮。中國

開放機遇，紅利世界共享，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總裁拉加德評論說：「中

國正在建設通往未來之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
斯認為，「一帶一路」對開發中國家來說是一個重
要機遇，可幫這些國家跨越長期困擾他們的「發展
鴻溝」。

中國將更大規模增加商品和服務進口，無疑將為
低迷的全球貿易注入強勁動力。2013年至2018年，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超過6
萬億美元，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
貿易增速達到 16%，比全球平均貿易增速快了 4
倍。「一帶一路」已成為亞洲、非洲等新興市場增
長的重要動力之一。世界銀行最新研究表明，「一
帶一路」合作將使全球貿易成本降低1.1%－2.2%，
推動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上的貿易成本降低
10.2%，還將促進 2019 年全球經濟增速至少提高
0.1%。

中國將更大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更
加有效實施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更加重視對外
開放政策貫徹落實，意味這一輪更高水平的開
放，將倒逼內地制度性改革，成為改革的新動力，
並為「一帶一路」合作向發達國家延伸擴展創造更
有利的條件。從今年3月外商投資法通過，到現在
推進更高水平開放，中國優化營商環境、加強知識
產權保護，為高質量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保
障，也為構建更高水平的國際經貿規則貢獻了中國
方案。渣打集團主席韋浩思認為，「一帶一路」成
為一個促進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有可能成為一個全
球化2.0的起點。

中國以開放、綠色、廉潔理念，高質量共建「一
帶一路」，帶來發達國家如英國、瑞士、奧地利、
法國、西班牙等越來越多地投資「一帶一路」。香
港進軍「一帶一路」本就有天時地利人和優勢，如
今國家再啟新一輪更高水平開放，對香港是重大利
好，香港應只爭朝夕，積極行動。

國家力推更高水平開放 有利深化改革惠及香港
政府建議修例加重虐待動物的罰則，

最高刑罰由監禁 3 年改為 10 年，又建議
引入「謹慎責任制」。對待動物的態度
是社會文明的其中一個重要標尺，加強
保護動物、提升動物福利，更是全球潮
流。本港保護動物的法例早已過時，社
會呼籲完善相關法例多時，當局的建議
值得肯定和支持。期待政府部門做好解
釋諮詢工作，盡快完成立法，並在執法
層面增加資源和善用技術手段，進一步
優化社會的動物保護環境。

由2016年至去年頭三季，漁護署平均
每年收到約300宗懷疑虐待動物個案，成
功檢控47宗，最重刑期為監禁16個月。
香港時有傳出駭人聽聞的虐待動物案，
近年較為轟動的，是去年3月底警方從維
港海面救回一隻墮海銀狐犬，並歸還予
主人，怎料四日後就發現狗隻被主人由
天台掟落街斃命。裁判官最終量刑起點
僅為不少於6個月監禁，最終判處被告4
個月醫院令。動保團體和社會輿論批評
本港法例阻嚇力不足，犯罪成本過低。

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現
時最高刑罰是罰款 20 萬元監禁 3 年，當
局的修例建議加重至監禁10年。同時引
入「謹慎責任制」，要求主人須為動物
提供合適飲食及生活環境等。這是與時
並進的一步。歐美等地對保護動物的理
念，早已不限於防止「虐待」，而是提
升到講求維護動物權益及福利的層次，
重點就在於向負責照顧動物的人引入
「謹慎責任」，規避預料會發生的傷害
行為，如果動物照顧者沒能確保其飼養

動物的福利，即可被檢控。這是人類對
待動物的態度和理念上的重大進步。

本港《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設立
於1935年，以英國1911年的動物保護法
例為藍本改寫而成，距今近一個世紀。
相較英國早在十多年前以《動物福利
法》（Animal Welfare Act 2006）取而代
之，香港除了在2006年提高罰款外，一
直未有進行重大修正。現時世界上已有
多達100個國家和地區訂立了《動物保護
法》，而且罰則越來越重。德國的法例
規定，主人棄養動物，最低罰款是2.5萬
歐元（約23萬港元），虐待動物罰款更
會倍數升級，最高可判監3年。

誠然，立法之後，如何執法是一大問
題。在資源投入方面，儘管本港警方已
於全港22個警區的刑事調查隊設有處理
虐待動物的專隊，但還應增撥資源予動
物福利組織，為社區動物及被虐待的動
物提供照顧與領養服務。在執法技術
上，可以參考德國為動物植入晶片，一
旦動物遭遺棄，就可以通過晶片追查主
人的身份和責任，因此德國被譽為「沒
有流浪狗的國家」。

事實上，大部分虐待動物事件的根
源，是一些人視動物為取悅自己的玩
具，因心血來潮而飼養，但很快就失去
耐心棄之不顧。政府多年前已展開宣
傳，呼籲市民在養寵物前應「停一停，
諗一諗」，背後的理念，正是強調主人
對寵物終身照顧的責任。現在修法加重
罰則並引入「謹慎責任」的概念，
無疑是正確和必要的。

修法保護動物福利 還需執法和資源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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